
 

— 1 — 

摘要 

 

2010年广州成功举办了第16届亚洲运动会。
在一定程度上，广州举办亚运会是个良好的
契机，延续了自80年代中广州制订并经由国
务院批核落实的《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1981-2000）》计划。其后于2000年，此
计划再经补充及修订，成为《广州城市建设
总体战略概念规划纲要》。在此框架下，广
州开展了其城市改造与优化的建设过程，也
推动了自1990至2000年代的一个建设高峰
期，使广州完成了一个「三年一小变、五年
一中变、十年一大变」的经历。藉2010年举
办亚运会，广州亦将过往的规划建设作个更
具体的调整，将过去因时代差异而未有考虑
的因素，适时地作出优化和更新，使广州市
的改造上了一个新阶梯。 

本文会回顾自90年代中期至今，广州在城市
改造过程中，尤以在旧城范围内的一些代表
性建设项目。这些建设包括大型基建、交通

/地下铁路建设、旧城改造活化、市容改善

及环境优化、治水排污、经济民生市政建
设，及打造广州城市新轴线等工作的进展。
本文会将上述的建设经历作个概括性的归
纳，并察看其中的一些成就与得失，以供各
界作个参考。 

 

1. 序言 

 

广州市的结构性发展规划，最早是依据国

务院在1985年提出的要求，和参照国家计

委1987年颁发的『国土规划编制办法』为

基础，而作出初步建构，并在1989年成立

广州市国土规划办公室，正式负责组织编

制广州国土规划工作。  

规划纲要经近两年的讨论和评审，于1992

年末正式通过，成为『广州市国土总体规

划』的文本。规划的编制主要依从三个原

则：一、以各种现有资源及基础的利用为

本，从而开发和对环境作出恰当的治理和

保护；二、是遵循自然规律和发挥自然条

件优势，作为持续发展的根基；三、着眼

于合理的空间布局，突出地域个性，并在

发展过程中预留一定的适应性以满足实际

需要。在此构思下初步提出了一个「北

优、南拓、东进、西联」的发展框架。 

初期，广州市委及市政府以力争在十五年

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为工作目标。到

了九零年代中后期，此目标己修正为『对

外开放、对内搅活』，把广州建设成一个

繁荣、高效率、文明的国际性区域中心城

市，一个适宜创业发展，又适宜居住生活

的山水型生态城市。并通过建构『大广

州』的概念，令广州成为继80年代深圳及

90年代浦东后，一个能带领国内经济和文

明的重要城市。 

 

 

2. 广州发展数个代表性的阶段 

 

90年代至今不觉也近20年多，广州在城市

内涵方面起了差不多翻天覆地的改变。回

看当年的旧城区内，民初时期至解放初期

广州自90年代在城市保育更新方面的进程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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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楼房各区可见，但楼宇的应用及维修状

态非常差劣，土地的运用和布局也极不合

理，市内及居住环境因市政配套设施不

足，导致民生条件、环境卫生等，均显得

落后。 

 

图 1. 90年代中期广州荔湾区内的城市容貌 

1995年成功接办全国第九届运动会(全九

运)可算是落实『广州市国土总体规划』的

重要里程。为使全九运可于2001年顺利推

出，广州除了兴建所需的运动场馆，如位

于天河黄村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及白云区

的广州体育馆外，同时亦进行了一系列的

城市环境优化项目、旧城改造和交通改善

(内环路及1、2号地铁线) 等计划。 

 

图 2. 2000年代初期因举办全九运而进行的一

些市内街道拓阔与绿化工作 

第二个发展里程可说是2001年末中国成功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另一起点。广州作为

广东省的省会及珠三角的龙头，带着珠三

角一带以出口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随

着中国入世后，广州也陆续调整其发展以

迈向一个以国际贸易为主导的策略建设，

对外既搞活出口贸易，对内亦作为一个服

务窗口，将进口货物作全国内销。同时，

亦集散华南一带的土产物流，成为独当一

面不易取代的一个商业中心点。在这态势

带领下，广州稳定地在经济民生得以发

展，顺带也将部分的成效发展至城市建设

和更新方面。位于海珠琶州的广州国际会

议展览中心及边旁的经贸服务伸延区带的

续渐成形，是典型的例案。 

第三个发展里程是2004年广州成功申办第

16届亚洲运动会。这是个良好的契机，给

广州将自80年代中制订的《广州市城市总

体规划》深化。除建设了一批新的运动场

场馆外，亦借用为时近5年的筹办期，将广

州市的交通设施、市政建设及城区内的市

容环境，投放一定的资源，有系统大规模

地加以提升。而最关键的，是具体化广州

新城市轴线的确立，成为广州面向未来的

一个国际化新区带。 

以上的各个发展历程，尤以在早期的阶

段，不足之处仍多，但总体而言已为广州

留下了深远的伏线，对未来起了关键性的

作用，给历史遗留下来的局限打开一个进

路，形成一个框架的刍形，给日后因时因

势有机会再作修改，令长远的建设发展能

获取完善化的机会。 

 

3. 广州发展较具代表性的第一阶段 

此发展阶段大致以1995年成功接办全国第

九届运动会作开始。作为形象建设，或借

此机遇对广州市作个局部更新优化也好，

广州在筹办全九运的数年间，完成了以下

为代表的一系列建设或项目，使广州踏上

了第一个更新历程： 

3.1 广州地铁1、2线(首段)的兴建 

广州地铁1及2号线于1994年正式开工，至

1999年中，首期路段基本落成。此地铁项

目以当年计亦打下了国内地铁工程的多项

纪录，如第一次引入海外工程公司作技术

支持，以应对申请入世贸之所需条件。

二、继北京、上海后，广州是全国第三个

建有地铁的城市，亦是建造环境最复杂，

走线最密集、在旧区段内兴建的较独有的

个案。第三为土质方面的困难，广州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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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以沉积黄土为主的土层，沿线的河

道众多。当时采用多种施工技术，如盾

构、明挖或矿山法等方式建造，才可将各

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3.2 兴建广州内环路及市内接驳道路网 

广州以茘湾、越秀及东山区为主的旧城

区，自清未以来其城市及道路的布局大致

沿用至今。基于城市空间的局限和狭窄的

区内环境，确不利于新的路网建设，所以

广州长年都有堵车问题的困扰。 

至1990年代中，广州推出兴建内环路的计

划。计划内的道路主要以高架形式环绕主

城区周边而建，其涵盖范围包括茘湾、越

秀、东山及海珠等城内旧区，全长约25公

里。这些高架桥道以交汇接道与市内各主

区连接。 

 

 

 

图 3. 90年代未正在兴建中一段接入人民桥的

内环路段(上)，及位于天河区与广州大道交汇

的内环路立交口(下)。 

除内环路外，差不多在市内同期也兴建或

更新了众多的道路网，作为内环路与市内

交通的接驳，以及作为整体市内交通改善

的一个内容。其中尤以东西走向的主要道

路包括环市路、东风路、中山路，或以南

北走向为主的人民路、解放路或广州大道

等，均完成一系列道路改善优化工作。甚

至在一些古旧街区，如茘湾区内由陈家祠

至珠江边一段，过往的小街小巷经过迁拆

清移，打出一条南北贯通的新道路(康王

路)，将北自中山七路南至沙面全长近3公

里的旧街区连通。因此，在2000年代初期

过后，广州主城区内的交通基本得到颇实

质的改善。 

 

图 4. 图中所见为沙面前方623路因展开扩阔工

程而迁拆的沿街旧楼房 

3.3 市内环境改善计划 

作为接待全九运的城市形象改善，或长远

性提升广州城市环境的一个内容，从1998

年开始，广州在各主要街区投放了一定的

资源，做了一系列的环境改善工作，如楼

房维修、市容美化、旧区道路重整、建设

主题街道、加强市政设施、卫生改善，或

排污、绿化等项目，均下了不少的工夫。 

 

图 5.  越秀区内经翻新后的旧楼房 

较代表性的项目如上下九或北京路步行街

的建设，穿衣戴帽工程(外墙翻新及加盖修

饰用的金字屋顶)、沿江路整治工程，或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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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堤岸复完等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这些

项目在短时间实为广州带来一个更新，为

下一轮的城市优化諚立了基础。 

 

 

图 6. 90年代未越秀区珠江堤岸扩濶及環境整

治工作正在展开(上)，堤岸現今的面貌(下)。 

4. 广州发展较具代表性的第二阶段 

第二个发展里程可说是2001年末中国成功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引发的兴旺期而带

动。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珠三角一带引

入不少外资、片地开设工厂。积聚了近20

年的经济成效，广州早具备所需的条件与

能力，作一次更实质更具规模全方位的社

会建设提升。这方面包括了加强教育以提

升国民素质、改善基础建设以提高城市功

能、投放资源建设策略性经济及民生所需

的设施，及深化上一阶段在城市环境及相

关发展方面的持续改善等工作。 

这阶段完成的项目可以归纳有以下较具代

表性的方面： 

4.1 建设会议展览及贸易服务设施 

自2000年开始兴建位于海珠琶州的多期会

议展览中心及其边旁的贸易展销服务设施

区带。自2003年落成至今，广州会展中心

在此区已建有近40万平方米的展览场地，

成为全亚洲最大的同类设施，为会议展览

营销贸易等行业带来庞大的商机。 

 

 

图 7. 2000年代中正在兴建的广州会议展覽中

心扩建部分(上)，2012年所见的会展及边旁的

贸易展销服务设施区带(下)。 

4.2 建设大学城 

广州大学城于2003开始兴建，占地近18平

方公里。现有大学及各类院校近14所，是

华南地区高级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交流

的中心。长远将会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科

研与产业于一体的国家级大学园区，成为

中国南部的“信息港”和“智力中心”。 

 

 

图 8. 广州大学城部分园区面貌。 

(上)广州大学主楼广场，及(下)广州科學中心 

 

 

http://baike.baidu.com/view/4175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10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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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撤市成立花都、番禺及南沙区 

作为「北优、南拓」实践的内容，广州在

多翻协商后于2000年，撤销番禺市和花都

市，设立番禺区和花都区；又于2005年，

经国务院批准广州市行政区划调整，设立

南沙区。这些更变，于数年间建设了位于

花都的广州新机场，及位于珠江口南面的

南沙港续渐成形。这些项目，最终引领广

州成为华南及东亚区内的一个重要交通枢

纽及物流中心。 

4.4 兴建广州新机场 

位于花都的广州新机场于2004年落成，经

近10多的扩建发展，现已成为东亚区内其

一重要的空运枢纽。广州机场现年客运量

达5300万人次，货运约每年100万吨。其作

为国外航线与国内客运接驳，及作为区域

空运物流的角色，长远而言，其潜力比香

港还要优胜。 

 

图 9. 2002年正在兴建中的广州新机场 

4.5 扩建公路网 

2000年后大广州的格局续渐形成，为提供

区内交通所需，及赶上华南一带的急剧发

展，保持广州作为省会、地理中心，以至

经济龙头等优势，广州以幅射方式向其边

旁建设了一个畅顺的道路网，如华南快速

公路、新光快速公路、环城高速、南沙港

快速公路、广珠高速公路或广园快速公路

等。这些道路东至粤东及福建，西至湛江

广西一带，南至珠海及澳门。这些道路网

最终连通至各省级及各主要国道，使位于

国土南端的广东与全国各省市贯通。以上

的交通干道，主要都是在这个建设期所兴

建。 

4.6 民间建设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大环境的稳定发展，社

会在民生方面也得到实质的改善，其中在

居住及支持商业所需的建设尤为明显。在

这期间，数量众多的民房、住宅及商业楼

宇，在广州市内以至是边旁的区域，大量

兴建。在这些发展边邻的区带，其市政及

民生设施，均在互相配合下得到改善。 

 

图 10. 在广州边旁一帶众多環境优美的住宅区

群。图為位於番禺的祈福新村一角。 

5. 广州近年发展关键性的阶段 

启动广州第三个发展里程可算是2004年成

功申办第16届亚洲运动会作开始。 

作为一个大型国际盛事，除大事兴建所需

的各项运动场馆外，广州也顺势加速以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为框架的其他建

设，建立一个更具国际内涵的优质城市，

以接待到访的各国访客。以下为一些较具

代表性的建设领域或项目的归纳： 

5.1 城中村问题的改善 

广州尤以改革开放以来因外来/流动人口急

剧增加，演生了一个城中村的现象，多条

在旧城区内或其边缘的旧村，于80年代中

开始，迁进了大量的外来居民，同时盖建

了众多遗章的建筑，成为市内民生市容的

一个症结。这些具代表性的城中村有猎德

村、杨箕村、石牌村或冼村，其他规模较

小的更不胜枚举。这些城中村因涉及的居

民众多，其中确定业权、协商赔偿或安排

搬迁的问题需时，所以城中村的现象长年

不易得到解决。 

http://baike.baidu.com/view/2572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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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迁拆猎德村的个案算是个典范。当

时因改善自番禺北上广州的交通，计划增

加一段快速道路(猎德大道)，以接连新光

快速路直达广州天河区。这一新路段需横

越猎德村而过，所以顺带启动了猎德村的

迁拆。迁拆过程分3期进行，在开发商与村

民的协商下，旧村原籍村民得到恰当的赔

偿，其中包括以屋换屋，适量的分红，及

祖籍的祠堂由发展方出资重建等。经过多

年的发展，重建后现今已成为一个大型住

宅屋苑，最终令周边的城市环境及配套设

施也得到整体的改善和更新。 

 

 

图 11. 2010年所見位於广州新中軸東旁的冼村

(上)，同期正在拆迁中的猎德村及其边旁將会

橫经而过的猎德大道(下) 

在猎德村之后不久，其他的城中村清拆重

建例案，如林和村、杨箕村、冼村等，均

陆续展开，成为城市优化的一个重要历

程。 

5.2 市容环境的改善 

现有广州所见的旧城区其格局有近百年历

史，在一些旧街区，如茘湾区的龙津路、

恩宁路、和平路、文昌路或人民路，越秀

区的海珠路、文德路、北京路、文明路、

惠福路或庙前街，其街道容貌或保留下来

的房屋，大部分可追溯到上世纪民初期

间。可惜经历大半个世纪的停滞，这些旧

区的容貌及楼房的状态，大多残破不堪。 

 

 

图 12. 茘湾、越秀一带众多残旧的楼房及街巷 

有见及此，加上社会的进步对历史的重视

增加，很多的旧街区均有系统地续步翻

修，加入所需的配套，如环境卫生设施、

公共空间、市容绿化等，使小区的环境得

到一定的改善。亚运会的举办某程度上肯

定在过程中起了个摧化作用。 

5.3 河道及排污治理 

作为环境优化的一个部分，在此发展期间

广州亦进行了一系列的河道及排污治理等

工作。 

在污水处理方面，90年代中期落成的猎德

污水处理厂于2000年后陆续扩建，继续发

挥其为广州东部一带的排污治理作用。同

一时间，在旧市内各主区亦对现有的系统

进行疏浚、增建和截流等工作，使稠密的

旧区在泄洪排污方面也得到改善。 

在河道治理方面，东濠涌综合整治工程是

个较为突出的个案。东濠涌源于白云山下

的麓湖，南北走向流入珠江，全长约4.5公

里。过往东濠涌河面宽阔水深，可以通舟

船，明朝时仍然是广州城东的交通要道；

其水质良好，是当时广州居民的主要食水

来源之一。但民初期后，由于白云山自然

生态的破坏，致使水源逐渐干枯。特别是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4%BA%91%E5%B1%B1_(%E5%B9%BF%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A%93%E6%B9%96%E5%85%AC%E5%9B%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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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的城市化发展，涌旁的土地变得挤拥

不堪，工业和生活污水大量流入，使河涌

淤积，污染加剧，最终成为一条臭水河。 

 

图 13. 90年代未在旧城区内正在施工中的地下

排污渠道 

有见及此，广州市政府自2006年展开了东

濠涌综合整治计划，其中包括征地拆迁、

雨污分流、揭盖复涌、调水补水、景观绿

化、道路交通改造等一系列工作，最后复

完一段在市内长约2公里的河涌。 

 

 

图 14. 茘湾诵在整冶复完前后的变化(龙津西

路及恩宁路交汇)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在茘湾区内的茘湾涌

亦进行类似的复完工作，但重点却更多放

在回复茘湾传统的水乡容貌，试图重现

“一江两岸，百里河涌”的一点旧貌。在

整治的过程中，还结合西关整个片区的历

史活化规划，如恩宁路、多宝路一带的旧

街重整活化等计划，至2014年工作才基本

完成。 

5.4 历史建筑复修活化 

作为一历史名城，广州拥有众多具有历史

文物价值的建筑。在此发展期间，广州翻

修了一批较具代表性的旧建筑及社区，其

中尤以沿着一些主要街道、或反映一些有

特殊历史意味、代表性人物，或在建筑上

较优秀的个案等建筑及小区。这些建筑包

括了一批清未期间的旧楼房如在茘湾一带

的西关大屋、街巷及民房；东山区一带西

洋风格明显的洋楼；越秀区一些国民政府

建设的建筑。当然还有沙面当年租界区内

殖民色彩浓厚的建筑。 

 

 

图 15. 旧城区内部分翻修具代表性的历史建

築。(上)越秀区白云樓旧邮政大樓，(下)沿江

路新华酒店。 

因此项工作的其一重要目标，是将广州作

为一个有历史内涵的名城，借着亚运会展

示给国际访客，所以在展开复修工作时无

论在规划、财政的投入、工作涉及范围，

以致是施工素质上，都较为全面和认真，

效果可算理想，令广州的容貌有一个较彻

底和长远的更新。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4%B8%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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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文化创意产业     

随着经济与商业的兴旺，与文化创意相关

的活动发展成为一门潜力颇大的产业，也

带动了一批相关的行业如美术、广告、展

销、传媒、电子商贸、产品、设计，以致

是时尚休闲及旅游等行业。 

这类行业另一发展特征，是借用一些租金

低廉的设施如旧厂房或社区作为起家点，

经历一段艰苦经营后而打出一个品牌，甚

至成为一个城市景点。 

 

 

图 16. 由旧厂房改建而成的文化创意景点 –

原身为广州鹰金钱食品厂的「红砖厂」创意园 

在广州这类成功的例案也不少，较具代表

性的有信义会馆、1850创意园、红砖厂、

太古仓、TIT创意园，或海珠区小洲艺术村

等。这类创意园大多都经营了多年建立了

一定的基础，既充实了广州的历史氛围，

也成为广州核心经济的一个组成。 

5.6 轨道交通及其他道路网优化  

继广州地铁1、2缐初段于1999年落成后，

1、2线的延线及3、4线接着不久亦开始兴

建。到了2007年，其他新线(5、6、8线及

广佛线)与多条旧线的延长线，亦陆续开

展。 

 

 

图 17. 2010年代初期在密集的市内正在兴建的

多条地铁线 

现今，广州的地铁网总长超过260公里，北

至花都机场，西至佛山市，南至番禺区，

并与连接全国高速铁路的广州南站接上。

最终到2020年，地铁南向可达南沙港，东

接罗岗一带，再接入珠三角城际铁路网

络。此系统完成后，将形成一个以广州、

深圳、珠海为主要枢纽，覆盖区域内各主

要城镇，提供一个便捷和高效的城际交通

网络，实现以广州为中心、主要城市间1小

时互通，以及珠三角中部、东部和西部都

市区内部1小时互通的运输网络。这对促进

区内的民生和经济发展，是不容忽视的。 

5.7 建设广州城市新轴线    

在『广州市国土总体规划』的框架下，广

州于1980年代未已着手新中轴线的规划和

建设。此中轴北起白云山(燕岭)，往南经

广州火车东站、天河体育中心、珠江新城

到达珠江边，再横越珠江到海珠区的赤岗

一带，全长约8公里。 

 

图 18. 2000年代未正在施工位于西塔边旁的一

段新中轴(地底为无人驾驶列车线)- 花城广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4%BA%91%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7%95%E5%B2%AD%E5%85%AC%E5%9B%AD&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5%B7%9E%E7%81%AB%E8%BD%A6%E4%B8%9C%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B2%B3%E4%BD%93%E8%82%B2%E4%B8%AD%E5%BF%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A0%E6%B1%9F%E6%96%B0%E5%9F%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A0%E6%B1%9F%E6%96%B0%E5%9F%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A0%E6%B1%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7%8F%A0%E5%8C%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5%B7%9E%E5%A1%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9%87%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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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2013年所见的花城广场及其边旁的中央

商务区 

这一中轴线汇聚了主要的交通主线(东站及

多条地铁交汇线)、众多的市政民生设施、

商住中心区带、中央商务区、城市绿化广

场、重点文化带(歌剧院、博物馆、图书

馆)、海心沙广场(亚运会开幕仪式场地)、

广州塔/赤岗塔广场及生态公园等核心建

设，构成一个现代化优质的城市开放空

间，上有民生经济商务所需，同时亦有

山、水、林木、人文和自然等景观。 

 

 

 

图  20. 花城广场两旁的世界级文娱建设        

– 广州大剧院、广州图书馆及广东省博物馆 

其中尤以在珠江北岸的中央商务区，在大

型绿化广场(花城广场)的东、西两旁，国

际顶级的商务大楼林立，知名的建筑如广

州国际金融中心(西塔)、富力中心、国际

金融广场、多幢5/6星级酒店、众多的国内

企业总部大楼，及快将落成的周大福中心

(东塔)等，均座落于此。再结合1990年代

中已发展的珠江新城，此区日后将会豪无

疑问地成为国际级水平的金融、贸易、商

业、文娱、外事及行政中心，大大加强广

州作为东亚区内一个举足轻重的城市的地

位。 

 

 

图 21. 位於中央商务区西旁的珠江新城 

6. 总结 

正如中国众多的城市，过去百多年均经历

一段长时间的停滞期，直至70年代未，才

喘定下来，但面对的还是百废待兴。广州

的情况虽然较好一点，但旧城区内遗下各

种建设的紊紊乱乱，仍是千头万绪，改善

复修谈何容易。所以上述的一个历程，以

一个规划纲领作开展，藉着数个发展机缘

及借用适时的国情时局，能建立今日的成

就，实是得来不易，差不多也是一、两代

人的心血成果。 

以改善起居环境为例，90年代广州旧市内

仍可见到各区的街巷楼房，大多残残破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A%B1%E5%9F%8E%E5%B9%BF%E5%9C%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A%B1%E5%9F%8E%E5%B9%BF%E5%9C%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BF%83%E6%B2%99%E5%B9%BF%E5%9C%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8%B9%E6%9E%97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BA%E6%96%87%E6%99%AF%E8%A7%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7%AA%E7%84%B6%E6%99%AF%E8%A7%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A%B1%E5%9F%8E%E5%B9%BF%E5%9C%BA&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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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卫生条件也非常恶劣。自2000年以

还，各区因应上面谈及不同的因由，进行

了多次的社区改善计划，其中包括清拆违

章建筑物、拓阔部分道路以增辟公共或绿

化空间、建筑外墙的翻修、整治社区环

境，甚至是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历史建筑进

行复修与活化等。结果是现今大多数的旧

街区，整体环境唤然一新，得到颇实质的

改善。 

在历史保育方面，80、90年代期间在经济

发展的带动下，广州的旧城区曾有众多有

近百年历史的旧街巷及楼房成片地被拆

去，在清拆过程中的搬迁赔偿也含含糊

糊，安排甚不合情理。自2000年后，对旧

城容貌及历史建筑的保护意识渐受重视，

在征地和拆迁的赔偿安排上，也渐趋合

理，加上保育历史由个别建筑伸延至一整

个片区作规划思考，情况比以往进取得

多。其中珠江两岸河堤的复修，或茘湾涌

及其周边社区的改造计划，是较代表的案

例。 

在一个较大的城市规划幅度而言，除个别

小区的更新改造外，因应人口或经济发展

所需，广州也形成一个多核心城市格局，

在边旁一些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市镇，顺势

成为不同的人口点或功能中心，发挥其

优、拓、进、联的构想。这对重整城市土

地的利用、协调发展的功能和角色等，均

构成显著的功效。 

从狭义的角度而言，为举办2010年亚运会

的建设工作，与2001年的全九运，在项目

内容上有一定的共通处，但其幅度与规

模、投入的资源、执行工作的素质，以至

是规划的长远性，与上一轮是不能同日而

语的，亦为广州未来的长远发展，定下了

稳固的根基，使广州有充足的条件面对日

后在区域内的竞争。 

广州在超过20年艰辛的建设工作中，有一

点还是需要多加留意的，就是在规划、投

放资源、工作执行和日后营运上，规划或

发展一方应多建立一分更长远的视野，切

忌急就章或马虎了事的心态，让建设的素

质与效果不张，也使建设的成品欠缺一分

持续性，造成机会成本与成效的下降，最

终成为一种资源的耗损。 

但从作者对广州多年的观察，这方面近年

在各个层面上都实质在改善中，是个值得

欣慰的现象。近十年间国内经济环境的增

长、人力素质的提升、管治能力的拓阔，

或国际视野的建立等，肯定是背后成功的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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